
作为中汽国际的核心业务，国际展览经过五

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全面提升，成为公司稳健、

可持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公司年展览

面积由重组之初的 18 万平方米增加到 200 多万

平方米，自主品牌展的数量由 5 个增加到 40 多

个，海外展览项目由 12个发展到 60余个，其中海

外自主办展项目4个，成就了中汽国际“中国以至

亚洲自主品牌最多、市场领域最广、综合实力最

强、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展览公司”的美誉。

其中，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展出面积达20万

平方米，跻身全球五大 A 级车展；上海国际汽车

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经

过六届的精心培育，规模已由 0.6 万平方米增加

至 15 万平方米，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中国

（太原）卡车展位居亚洲第一、世界前列；深圳车

展、杭州车展、沈阳车展等位列全国前十，地方车

展遍及全国30余个主要城市；成功举办中国工业

产品（委内瑞拉）展览会、中国工业产品（乌兹别

克）展览会、中国工业品（尼日利亚）展览会、印度

（孟买）国际机械工业展览会等海外自主品牌展。

品牌展览 全面提速
中汽国际秉着“创新办展模式，培育国际品

牌”的思路，全力提升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和上

海国际汽车零部件展览会的规模和层次，同时继

续做强太原卡车展，使其成为亚洲最有影响力的

卡车展。

2006年，经过与其它联合办展机构极其艰苦

的谈判、协商、争取，成功举办第九届北京国际汽

车展览会，经过此届展会，中汽国际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得以逐渐恢复，地位进一步加强。五年

来，中汽国际经过艰辛努力，使得北京车展在展

会组织、配套服务、文化活动等方面实现了全面

升级，成为更具特色、更具国际影响力的顶级汽

车展会。2008 年的第十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展览面积超过18万平米，再次创下亚洲和国内汽

车展览会的新纪录。当年就成为与法兰克福车

展、日内瓦车展、巴黎车展、东京车展等顶级车展

齐名的全球 A 级车展。2010 年的第十一届北京

车展，展车数共计 990台，其中全球首发车 89台，

共有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00 家厂商参展，

展出面积达20万平方米。

中汽国际与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

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更是创新发展的典

型例证。2004年，首届上海零部件展展出面积仅

有 6000 平方米。2006 年，德国法兰克福展览公

司看到了这一展会的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新生的

中汽国际所拥有的强大的市场开拓能力，于是将

原定两年一届的上海零部件展改为一年一届。

2007 年，展会面积就达到 5.3 万平方米。2007 年

的展会结束不到两个月，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

限公司便和中汽国际签署协议，将双方的合作期

限由六年短期改为无限期。2009年，展会面积达

10.35 万平方米。2010 年，为了满足海内外企业

日益高涨的参与热情，主办单位将今年展会面积

扩大至 15万平方米，共设 11个展馆和 6个临时场

馆。凭借主办方的专业操作和精准定位，尤其是

中汽国际转变思想观念、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这

个年轻的展会很快脱颖而出，已经成为位列全球

第二、亚洲第一的汽车零部件展会。今年，该展

会还被评为“新世纪十年中国十大创新展览会”。

此外，中汽国际创新开拓其他车展。2009

年 6月，公司与太原市政府和山西省商务厅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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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国际展览面积增长图（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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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的“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

物流展览会”亮相太原，首届展会

即成为中国首个由商务部批准举

办的国家级、国际化专业卡车物

流展。展会展览面积 3万平米，包

括德国曼、瑞典斯堪尼亚，中国重

汽、一汽解放、东风汽车等国内外

知名品牌积极参与，使之成为亚

洲第一、全球前列的专业卡车展

会。2010 年“以倡导低碳节能环

保，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为主题的

第二届展会吸引了 25家主流重卡

企业携 97 款参展车型亮相，成为

名副其实的中国乃至亚洲卡车物

流行业的年度盛会。

地方车展 遍地开花
公司全力开拓国内车展市场，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地方

汽车展会。其中，深圳车展的发展

尤其令人瞩目。2006年，作为在深

圳办展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汽国际，

多次主动赴深寻求合作，克服重重

困难，终于结束了深圳地区车展三

足鼎立、无序竞争的局面，开创了

深圳车展的新时代。2009年，中汽

国际牵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澳门

贸易投资促进局，联合推出国内唯

一的“跨区域车展”——“深圳-香

港-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深圳

车展再次迎来发展新纪元。2010

年，第十四届深圳-香港-澳门国

际汽车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成

功举行，此次展会展出面积 11 万

平方米，成交预订车辆 13000 多

台，成交金额突破 35 亿元。此次

展会的成功再次证明，跨区域车展

的模式可行、市场前景广阔。

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

会、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的展览面积也分别达到了 10万平

方米，进一步壮大了中汽国际展览

业务“十万平方米俱乐部”的阵

营。目前，北京车展、上海零部件

展、深圳香港澳门车展、杭州车展、

沈阳车展的展览面积均突破 10万

平方米大关，形成强势品牌，奠定

了后续发展基础。

同时，经过不懈努力、创新理

念、奋力开发，公司先后开发了郑

州、福州、兰州、苏州、南昌、南宁、南

京、武汉、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合

肥、太原、烟台、芜湖、义乌等30多个

大中型城市的汽车展览市场，使各

地每年一度的汽车盛宴都树起了中

汽国际的大旗。今后，中汽国际将

以每年不低于2个项目的速度迅速

发展。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天

津、重庆、洛阳、包头等地车展的开

展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效。

海外展览 突破发展
出国展览服务项目是公司展

览业务板块的重要补充。公司重

组之初，仅有 10 多个出国展览项

目，且获利能力微弱。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出国展

览业务必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国外名牌展览项目资源紧

张，国内组团单位拿到的摊位越来

越少；另一方面，由于出国展门槛

低、操作简单，国内组团单位难以

形成品牌效应，私人展览公司如雨

后春笋涌现，成本较高的国营组团

单位难以生存。此外，国外展览巨

头自己开始招展，公司海外展览业

务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

从 2007 年开始，中汽国际凭

借在出国展览服务市场的经验和

独到认识，从大力开拓、规范流程、

提高服务三个方面入手，经过不到

三年的摸索，出国展览服务业务

迅速壮大。公司在出国展览业务

方面逐步改变“打工者”的身份，

未雨绸缪，创立并培育自主品牌

的境外展览会，出国展览业务得

到了很大发展。2008 年 3 月，首

届“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名优建材

产品展览会”在塔什干成功举

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副

总理汉诺夫参观了展会，并对展

会给予高度评价。

2008年 6月，首届中国工业产

品（委内瑞拉）展览会如期举行，得

到了国内外企业的极大欢迎，也得

到了我国和举办国政府高层领导

的高度赞扬和支持。该展会还应

邀参加了“中国对外开放 30 周年

回顾展”，其展会实物也被国家博

物馆永久收藏。鉴于该展的良好

效果，2009 年，中国商务部加入主

办行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

将该展会作为其亲自主持的《你

好，总统》栏目的第二直播现场进

行现场连线，并称赞该展是“中委

贸易的优质平台”。今年，中国工

业产品（委内瑞拉）展览会已经进

入第三届，正逐步成熟和完善。

2010 年，中国工业品（尼日利

亚）展览会顺利举办。此次会议意

味着中汽国际把外展的触角伸向

了非洲大陆，同时，印度、巴西、俄

罗斯更成为公司海外自主品牌展

目的地。

目前，公司每年组织的出国

展览服务项目达到 60 余个，重要

的是，公司开始在海外举办多个

自主品牌展会，奠定了持续、强势

发展的基础。

综合类展览逐渐发力
中汽国际在重组后大力向综

合展览方面进军，先后开发了中国

国际机械工业展览会，中国福州国

际游艇展，澳门国际游艇展，中国

国际蒸馏酒、葡萄酒博览会等品牌

项目，现在正在积极开发照相机

械、仪器仪表、磨料磨具、两轮车等

行业的国际性展会，并已经和相关

单位、行业组织达成一致，共同开

发展览市场。

会展服务能力逐步提升
除主、承办各类展会外，五年

来，中汽国际的会展服务能力和水

平得到快速提升。在广交会服务

方面，重组后公司融合各方资源，

将这一传统项目迅速做强做大，并

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大参展面积，

目前每届展会的筹展面积达 3.5万

平方米。尤其是在进口馆的设立、

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得

到了广交会主办方和参展企业的

一致好评。

2010 年 10 月，在第十一届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中汽国际作

为唯一的主场服务商，为 12 万平

方米的展会提供了从总体规划、施

工审查到布展、撤展，以及现场管

理协调等整套组织服务工作，在为

各类展会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进

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会展龙头地位得到加强
经过五年创新办展模式的实

践，公司在展览领域的前进步伐更

快、更稳健，也更有信心。目前，中

汽国际的年展览规模已超过 200

万平方米，是成立初期的 12倍；主

承办展览项目 100余个，拥有自主

品牌展览 40 个，是成立初期的 8

倍，在中国各地、世界各地形成了

网络化发展格局。

无论按照年展览总面积、规

模以上展览数量、10 万平方米以

上展览数量、自主品牌数量，还是

按照展览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展览区域地域布局、展览行业

布局、经济规模效益等指标来评

价，中汽国际都已成为当之无愧

的“中国乃至亚洲自主品牌最多、

综合实力最强、市场领域最广、规

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展览集

团”。而且，中汽国际作为中国会

展业的龙头这一市场地位，已经

得到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和业内专

业人士的高度认可。

责编：彭 鹏 谢胡萍
美编：张 静

北京车展开幕式北京车展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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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展发展历程（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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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的“中国（太原）国际卡车暨

物流展览会”亮相太原，首届展会

即成为中国首个由商务部批准举

办的国家级、国际化专业卡车物

流展。展会展览面积 3万平米，包

括德国曼、瑞典斯堪尼亚，中国重

汽、一汽解放、东风汽车等国内外

知名品牌积极参与，使之成为亚

洲第一、全球前列的专业卡车展

会。2010 年“以倡导低碳节能环

保，推动绿色转型发展”为主题的

第二届展会吸引了 25家主流重卡

企业携 97 款参展车型亮相，成为

名副其实的中国乃至亚洲卡车物

流行业的年度盛会。

地方车展 遍地开花
公司全力开拓国内车展市场，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地方

汽车展会。其中，深圳车展的发展

尤其令人瞩目。2006年，作为在深

圳办展历史最为悠久的中汽国际，

多次主动赴深寻求合作，克服重重

困难，终于结束了深圳地区车展三

足鼎立、无序竞争的局面，开创了

深圳车展的新时代。2009年，中汽

国际牵手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澳门

贸易投资促进局，联合推出国内唯

一的“跨区域车展”——“深圳-香

港-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深圳

车展再次迎来发展新纪元。2010

年，第十四届深圳-香港-澳门国

际汽车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成

功举行，此次展会展出面积 11 万

平方米，成交预订车辆 13000 多

台，成交金额突破 35 亿元。此次

展会的成功再次证明，跨区域车展

的模式可行、市场前景广阔。

中国沈阳国际汽车工业博览

会、中国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的展览面积也分别达到了 10万平

方米，进一步壮大了中汽国际展览

业务“十万平方米俱乐部”的阵

营。目前，北京车展、上海零部件

展、深圳香港澳门车展、杭州车展、

沈阳车展的展览面积均突破 10万

平方米大关，形成强势品牌，奠定

了后续发展基础。

同时，经过不懈努力、创新理

念、奋力开发，公司先后开发了郑

州、福州、兰州、苏州、南昌、南宁、南

京、武汉、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合

肥、太原、烟台、芜湖、义乌等30多个

大中型城市的汽车展览市场，使各

地每年一度的汽车盛宴都树起了中

汽国际的大旗。今后，中汽国际将

以每年不低于2个项目的速度迅速

发展。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天

津、重庆、洛阳、包头等地车展的开

展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效。

海外展览 突破发展
出国展览服务项目是公司展

览业务板块的重要补充。公司重

组之初，仅有 10 多个出国展览项

目，且获利能力微弱。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出国展

览业务必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国外名牌展览项目资源紧

张，国内组团单位拿到的摊位越来

越少；另一方面，由于出国展门槛

低、操作简单，国内组团单位难以

形成品牌效应，私人展览公司如雨

后春笋涌现，成本较高的国营组团

单位难以生存。此外，国外展览巨

头自己开始招展，公司海外展览业

务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

从 2007 年开始，中汽国际凭

借在出国展览服务市场的经验和

独到认识，从大力开拓、规范流程、

提高服务三个方面入手，经过不到

三年的摸索，出国展览服务业务

迅速壮大。公司在出国展览业务

方面逐步改变“打工者”的身份，

未雨绸缪，创立并培育自主品牌

的境外展览会，出国展览业务得

到了很大发展。2008 年 3 月，首

届“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名优建材

产品展览会”在塔什干成功举

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副

总理汉诺夫参观了展会，并对展

会给予高度评价。

2008年 6月，首届中国工业产

品（委内瑞拉）展览会如期举行，得

到了国内外企业的极大欢迎，也得

到了我国和举办国政府高层领导

的高度赞扬和支持。该展会还应

邀参加了“中国对外开放 30 周年

回顾展”，其展会实物也被国家博

物馆永久收藏。鉴于该展的良好

效果，2009 年，中国商务部加入主

办行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

将该展会作为其亲自主持的《你

好，总统》栏目的第二直播现场进

行现场连线，并称赞该展是“中委

贸易的优质平台”。今年，中国工

业产品（委内瑞拉）展览会已经进

入第三届，正逐步成熟和完善。

2010 年，中国工业品（尼日利

亚）展览会顺利举办。此次会议意

味着中汽国际把外展的触角伸向

了非洲大陆，同时，印度、巴西、俄

罗斯更成为公司海外自主品牌展

目的地。

目前，公司每年组织的出国

展览服务项目达到 60 余个，重要

的是，公司开始在海外举办多个

自主品牌展会，奠定了持续、强势

发展的基础。

综合类展览逐渐发力
中汽国际在重组后大力向综

合展览方面进军，先后开发了中国

国际机械工业展览会，中国福州国

际游艇展，澳门国际游艇展，中国

国际蒸馏酒、葡萄酒博览会等品牌

项目，现在正在积极开发照相机

械、仪器仪表、磨料磨具、两轮车等

行业的国际性展会，并已经和相关

单位、行业组织达成一致，共同开

发展览市场。

会展服务能力逐步提升
除主、承办各类展会外，五年

来，中汽国际的会展服务能力和水

平得到快速提升。在广交会服务

方面，重组后公司融合各方资源，

将这一传统项目迅速做强做大，并

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大参展面积，

目前每届展会的筹展面积达 3.5万

平方米。尤其是在进口馆的设立、

发展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得

到了广交会主办方和参展企业的

一致好评。

2010 年 10 月，在第十一届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中汽国际作

为唯一的主场服务商，为 12 万平

方米的展会提供了从总体规划、施

工审查到布展、撤展，以及现场管

理协调等整套组织服务工作，在为

各类展会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进

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会展龙头地位得到加强
经过五年创新办展模式的实

践，公司在展览领域的前进步伐更

快、更稳健，也更有信心。目前，中

汽国际的年展览规模已超过 200

万平方米，是成立初期的 12倍；主

承办展览项目 100余个，拥有自主

品牌展览 40 个，是成立初期的 8

倍，在中国各地、世界各地形成了

网络化发展格局。

无论按照年展览总面积、规

模以上展览数量、10 万平方米以

上展览数量、自主品牌数量，还是

按照展览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展览区域地域布局、展览行业

布局、经济规模效益等指标来评

价，中汽国际都已成为当之无愧

的“中国乃至亚洲自主品牌最多、

综合实力最强、市场领域最广、规

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展览集

团”。而且，中汽国际作为中国会

展业的龙头这一市场地位，已经

得到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和业内专

业人士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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